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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扒手街頭行竊iPhone
【本報訊】三名iPhone扒手黨昨晨街頭找獵物，

在九龍塘達之路趁一名女途人經過，以單擋掩護手法
，偷走其衣袋中一部 iPhone，幸她及時察覺高呼求救
，扒手逃跑時 「論盡」掉下手機，最終空手逃去。

險失iPhone婦人鄧×珊（三十四歲），昨日上午
十時許，她獨自經過達之路七十八號生產力促進局對
開，站在燈口準備過馬路時，突有三名男子趨近，期
間互相掩護，假裝輕微碰撞女事主，趁機偷去她放在
襯衣口袋的一部 iPhone，得逞後急腳離去。她心感情
況有異，發覺失竊即大聲呼救，三賊慌張逃跑時手機
掉落地上，慶幸失而復得。她撿回手機返回附近住所
，由丈夫報警。警方派車接載女事主在附近兜截，惜
未發現可疑人。

另外，昨日凌晨四時許，一名女子（二十九歲）
途經上水粉嶺樓路遊樂場對開時，被戴口罩獨行賊持
刀打劫，搶去一部 iPad 及三百多元現金逃去；女事主
反抗時頸部受輕傷，需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本報訊】一名 「光頭」色狼膽大包天，昨日
凌晨在尖沙咀麼地道向獨行女子摸臀非禮後，見對
方受驚未有揚聲，竟尾隨對方數十米疑欲 「食過翻
尋味」；幸女事主冷靜用手機求救，走到寶勒巷時
男友人趕至才脫險。此時色狼欲跳上的士離開，被
友人拉下車報警，期間一度大講日文扮作 「鹹濕日
本仔」，不過無所遁形被捕。

被捕光頭男子（三十八歲），穿恤衫西褲波鞋

，事後仍強裝 「神閒氣定」樣；被非禮女事主（二
十九歲），蓄長髮，樣貌娟好。

昨日凌晨五時許，女事主在夜店消遣後獨自返
家，詎料步至麼地道時，慘被一名光頭漢摸臀，怒
視對方時色狼並未逃走，反而站在一旁色迷迷淫笑
。她因附近無人不敢高呼，遂急步離去，經赫德道
走至寶勒巷，然而色狼竟色膽包天，一直亦步亦趨
尾隨，跟了三條街約五十米。她擔心對方圖謀不軌

，幸好臨危不亂，立即用手機聯
絡在附近夜店消遣的男性友人求
助，未幾友人趕到會合，並合力
上演一幕 「捉狼記」。

色狼見有 「援兵」出現，匆
匆跳上一輛的士欲逃走，但友人
打開車門把他強拉下車阻止，女
事主則報警，並站出馬路阻擋車
頭去路；期間色狼一度企圖扮懵
甩身，大講日文裝模作樣冒充遊
客，及至警員趕到調查，終於無
所遁形，涉嫌非禮罪被捕帶署。

受傷男戶主姓高（六十六歲），與
妻兒住在福來邨永嘉樓一單位，家中兩
隻非洲龜是兒子寵養，身體長約一呎，
在兩年前以每隻約六百元購入，兒子還
在家中配備了太陽燈等飼養工具，照顧
有加。火警中他額頭、左手臂及左腳等
，皆被燒傷；另一名女傷者姓趙（七十
歲），為附近樓層住客，初步兩人無大
礙。

一婆婆吸入濃煙不適
昨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左右，男戶主

獨自在家，如常開着太陽燈照龜期間，
疑因電器過熱突然閃出火花，並燃着附
近雜物，火勢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
他一度嘗試撲救但無果，眼見住所一片
火海，慌忙帶同兩龜奪門逃生。大火冒
出濃煙湧到樓上，附近樓層住客驚悉火
警，紛紛報警及疏散。

消防員接報趕到，出動煙帽隊入屋
救火，以及協助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
另外又架起雲梯，從外牆向單位射水，
灌救約二十多分鐘，終於將火救熄。戶
主雖人龜同時可保命，但單位已嚴重焚

毀。火警中有兩男女需送院，包括男戶
主燒傷前額及手腳，另一老婦則在逃生
時吸入濃煙不適。消防處正調查失火原
因，初步不排除涉及電器過熱肇禍。

有寵物店東主指出，寵物龜需要在
溫暖環境生活，大約攝氏二十八至三十
度最適宜，由於少機會接觸陽光，有可
能患上骨骼畸形，因此在較冷天氣日子
，需要用太陽燈等照龜，除了可以保暖
，還可吸收短波長紫外光（UVB），以加
強骨骼發育。一般做法是在養龜缸內，
加裝 UVB 光管，每日照射時間八至十
小時。坊間有售的寵物用太陽燈，價錢
有平有貴，普通的只需百多元，若是連
缸套裝出售，花費三數百元也有交易。

青年剛出獄遭斬傷見骨
【本報訊】一名剛出獄青年昨日凌晨遭刀手伏擊，負

傷前往北區醫院急症室求診，左手腕被斬至見骨傷勢嚴重
；他報稱在上水保健路一條行人隧道內遇襲，警方懷疑涉
及尋仇，正追查案情。

被斬傷男子姓劉（二十六歲），據悉曾因涉及偷車罪
被判囚，最近才刑滿出獄，現時在上水彩園邨寄居朋友家
中。昨日凌晨零時三十分，劉報稱到清河邨與友人宵夜後
，徒步返回彩園邨，經過保健路行人隧道時，一名戴黑色
帽持刀漢從暗處閃出，向他箍頸並斬傷左手腕和腰部，逞
兇後逃去。他左手傷口，深及見骨血流如注，事後致電友
人求助，由友人陪同下，負傷搭的士到北區醫院求診，因
傷勢嚴重，目前仍然留醫。但警方在血案現場調查時，沒
有發現明顯血迹，懷疑未必是第一現場，正了解案件來龍
去脈。

巴林外遊警示降至黃色
【本報訊】保安局昨日宣布，將對巴林的外遊警示級

別由紅色調整至黃色，呼籲計劃前往當地的市民留意有關
情況，身在當地的港人應注意人身安全。保安局去年三月
十六日將對巴林的外遊警示提升至黑色，去年四月十三日
降為紅色，昨日再降為黃色。保安局稱會繼續密切留意當
地最新情況，如有進一步消息，會透過媒體及保安局外遊
警示網頁發布。在外地的港人如需協助，可致電入境事務
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二十四小時求助熱線（852）
1868。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日電】近年，內地
海外代購市場陸續出現 「水客真人攜帶」走私個案
，大批網購海外商品中轉香港，再找職業 「水客」
帶入內地，以偷逃郵遞渠道關稅，引起海關警惕。
日前，深圳海關在皇崗口岸截獲一宗內地旅客行李
藏匿走私大批化妝品、奶粉案，調查發現其均為內
地 「網店海外代購」商品。

本月十三日下午，三名提着 「大包小裹」的中
年女性旅客經皇崗口岸入境，引起了海關當班關員
的注意。關員要求三名旅客將行李過 X 光機檢查，
於是發現行李箱中 「有料」。在隨後的開箱及開袋
查驗中，關員在三名旅客每人的行李箱內均查獲了
多個品牌的十多罐奶粉，另外，還有一堆厚字典大
小的、用塑料膜層層包裹而成的小包裹，每個小包
裹上都貼着一個條形碼。拆開一看，蘭蔻、SKⅡ、
嬌韻詩、水芝澳、歐萊雅……全部都是國外的高檔
化妝品。

經清點，關員在三名旅客攜帶的三個行李箱和

三個手提袋中，共計查獲了三十六餘罐奶粉和六十
餘件化妝品。同時，海關關員還調查發現，三名旅
客行李箱底部，還裝有三十多份快遞單，單上注明
的物品均為化妝品和奶粉，寄件人都是同一地址同
一人，而收件地址和收件人均不同。

據深圳海關監管分析，近年，市場規模快速增
長至數百億的國內海外代購，有將貨物轉寄香港再
找職業 「水客」帶入內地的走私現象，以偷逃郵遞
渠道關稅，引發海關警惕。

其中，化妝品和奶粉一直穩居 「最受人們歡迎
的十大海外代購產品」的首兩位，一些從事網購、
郵購、海外代購的商家將目光轉向 「水客真人攜帶
」，將電子產品、化妝品、日用商品等所經營的進
口貨物拆分，用 「螞蟻搬家」的模式，入境內地。

同時，部分不法代購商家不直接將貨物郵寄往
國內，而是先將貨物寄往香港，再找職業 「水客」
等從旅檢渠道帶入內地，然後再通過國內快遞運送
至目的地。

光頭色魔尾隨摸臀
美女求援捉狼成功

養龜太陽燈起火焚屋

六旬翁抱龜逃生遭燒傷
【本報訊】荃灣福來邨發生養龜太陽燈家居火警，六旬戶主昨

日用太陽燈照龜時，疑電器過熱失火，燃着雜物迅速蔓延全屋陷火
海，慌忙抱着兩龜奪門逃生，逾四十名街坊需疏散；消防員到場架
起雲梯射水撲救，約半句鐘將火救熄，單位付諸一炬。男戶主手腳燒
傷，另有一名街坊婆婆吸入濃煙不適，齊需送院治理。

警搗黑幫武器庫檢九環刀
【本報訊】警方昨日在八鄉錦河路一間石屋破獲武器

庫，檢獲兩把九環刀、一把短戟，拘捕屋內兩名有黑幫背
景男子，又搜出冰壺等吸毒工具，將疑犯黑布蒙頭帶署扣
查。

兩名被捕男子分別十八和四十歲，據悉有 「十四K」
黑幫背景。新界北總區反黑組接獲線報，昨天下午二時許
，掩至八鄉錦河路長莆村一間石屋突擊搜查，當場拘捕兩
名男子，並起出兩把 「九環刀」和一把短戟，相信供黑幫
廝殺用途，行動中還檢獲冰壺等吸毒工具。

【本報訊】Gel甲修甲成為近年貪靚女士至愛，
但隨時可能成為誘發甲溝炎溫床！皮膚科專科醫生
表示，修甲時可能誤將指甲保護層批走，令細菌滋
生引致發炎。有少女因長期 Gel 甲患上嚴重的甲溝
炎，指甲長了死皮半年仍忍痛 Gel 甲，結果出現離
甲，須施手術切去死皮。

若指甲邊出現紅腫脹痛、化膿，都可能已患上
甲溝炎。香港港安醫院皮膚科專科醫生盧景勳表示
，臨床經驗發現，甲溝炎患者求診個案近年增加，
由五年前每周一、兩宗升至現時四、五宗，患者普
遍是長期沾水工作人士，但因修甲引致甲溝炎的患
者也愈來愈多， 「上月有四、五宗個案因為修甲影
響，但以前兩、三個月都無一個」。他解釋，有些
美甲師誤將客人手指的保護層當作死皮剪去，由於
失去保護層，水容易滲入保護層，念珠菌易在甲邊
滋生引致甲溝炎。

少女Gel甲4年離甲
他稱去年七月接到一宗嚴重求診個案，一名十

八歲少女 Gel 甲近四年，因長期修甲剪去保護層後
沾水而感染甲溝炎，指甲長出死皮後半年，她仍沒
理會，病情惡化，其中一隻手指最後出現離甲，須
接受手術將壞死指甲、死皮清除。她的其他指甲亦
有慢性甲溝炎，須塗藥膏治理。

盧景勳稱，該名女病人於手術後兩個月長出新
甲，指甲雖沒崩缺，但甲形已受影響，表面難再回
復平滑。他稱甲溝炎患者佔九成九是毋須動手術，
大部分於診治後不再 Gel 甲，適時塗潤膚膏或藥膏
，情況便會改善。不過，去年有兩名五、六十歲清
潔女工，由於每天工作十多小時都要沾水，患上甲
溝炎，接受治療並已戴上手套，但指甲最終無法再
長出來。

女士多穿尖頭鞋、高跟鞋也會容易患甲溝炎，
他稱腳趾若長期受壓，患者可能出現離甲和甲溝炎
，嚴重者更可能在趾甲邊長出肉芽，甚至長有化膿
性的肉芽腫，須花長時間治療。護士、家庭主婦等
因長期在濕氣重環境工作，容易患慢性甲溝炎。至
於急性甲溝炎患者，多為有咬指甲習慣、經常沾水

清潔劑的人士，他們多因急性創傷所引致。
他又指，一般人容易將甲溝炎徵狀誤以為是牛

皮癬、主婦手等，建議患者若出現紅腫、脫皮時，
應向專科醫生及早治療，並且指甲是皮膚的天然屏
障，患者宜改穿圓頭波鞋，而在工作或做家務時，
應先戴上棉質手套，再戴上塑膠手套。

粵港澳三地共防流感高峰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日電】廣東省疾病預防中

心省流行病防治所所長何劍峰今天表示，目前，粵港正值
流感高峰，兩地專家加強交流，共同防治。廣東省衛生廳
官員透露，粵港澳三地防治流感，成為今年將在廣東舉行
的粵港澳防治傳染病聯席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

廣東省衛生廳國際交流處處長馮紹民表示，粵港氣候
相近，天氣乍熱乍冷，兩地的流感病人有增無減。過去，
流感高峰在四月才開始，但今年三月已提前來到。相比之
下，香港流感高峰二月已出現，比廣東還早。

粵港兩地交流頻繁，人員流動大。流感容易誘發其疾
病，兩地加強流感防治頗為必要。每年的粵港澳防治傳染
病聯席會議，防治流感均成為議題之一。聯席會議今年下
半年將在廣東舉行，屆時，防治流感將成為重要議題之一
，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四十多位專家共同探討。

深港空中吊絲走私案開審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日電】在高額利潤驅使下

，近年來深港跨境走私iPhone手機案件激增且 「怪招」頻
出。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日前開審一宗罕見的深港 「越空」
走私案，涉案者利用高空 「飛線」方法從香港境內釣取蘋
果iPad平板電腦及iPhone手機。據透露，五名內地涉案者
出庭受審時均對罪行供認不諱，並指受聘於另一在逃香港
疑犯，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據法院介紹，該宗罕見越空走私案件於去年八月三日
成功搗獲，行動拘捕了五人，檢獲五十部iPad平板電腦和
五十部iPhone手機。經審核，涉案的平板電腦和手機共偷
逃稅款人民幣五萬零九百零七元。

五名內地涉案者利用深圳與香港邊界的有利位置，在
深圳鹽田區某花園二十一樓空中花園架設帶有魚絲的轉輪
，並從高處以彈弓發射帶有熒光的魚絲到數百米處的香港
境內，再由香港的犯罪嫌疑人接過魚絲，將蘋果iPad平板
電腦及iPhone手機固定在漁絲上，然後黑夜中隔空使用大
型轉輪將貨物由香港拉到深圳。據了解，收到貨後，不到
三分鐘就可以全身而退，行動迅速，相當難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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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0.5注中，每注派33,333,200元
二獎：3注中，每注派980,110元
三獎：81注中，每注派96,800元
多寶獎金：16,666,600元

港九小輪撞新渡輪1人傷
【本報訊】中環碼頭昨晚發生港九小輪與新渡輪碰撞

意外，一艘坪洲線港九小輪在泊岸時，撞向長洲線新渡輪
，新渡輪上一名女乘客手指輕傷，船隻下層有玻璃碎裂。
兩船事後暫時停駛，海事處正跟進意外原因，初步懷疑涉
及港九小輪機件故障。

事發在中環五號碼頭，昨晚八時許，一艘長洲線新渡
輪在碼頭上客，此時一艘沒載客坪洲線小輪駛至準備埋岸
，卻突然失控，頭船撞向新渡輪左邊船身，新渡輪下層有
兩隻窗碎裂，一名女乘客被碎片割傷手指，船上乘客一度
東歪西倒，坪洲線小輪的船身輕微損壞。女傷者由救護員
到場包紮後，拒絕送院，和其他乘客改乘另一艘渡輪往長
洲。海事處正調查意外原因，初步不排除港九小輪渡輪有
機件故障。

貪靚Gel甲 分分鐘患甲溝炎

深破海外代購走私案

▲圖為走私入境的海外代購商品 本報記者唐剛強攝

▲光頭色狼一度大講日文扮作
「鹹濕日本仔」 ，不過警方調
查時無所遁形被捕

▲警方派車接載女事主（右）在附近兜截，惜未發
現可疑人

▲消防員到
場架起雲梯
射水撲救，
約半句鐘將
火救熄

▲ 男戶主用
太陽燈照龜
時，疑電器
過熱失火，
燃着雜物致
全屋陷火海

被男戶主抱住被男戶主抱住
逃生的非洲龜逃生的非洲龜

▲盧景勳表示，修甲時會誤將指甲保護層批走
，令細菌滋生引致甲溝炎

▲港九小輪（右）與新渡輪（左）相撞，海事處（中
）正調查原因


